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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oreword 

   

    2018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工业自动化及工业机器人展览会(China SIA)已成功举办十四届，现

已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化、专业化的自动化及机器人展会之一。展出内容涵盖了自动化、工业

机器人、电气系统、嵌入式、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电子生产设备、传输与装配、精密机械加工、

工业计算机、机器视觉、电子零部件及辅助设备等产品，直接并全面服务于自动化行业从源头到终端整

条产业链。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300余家智能自动化生产企业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0人次的采购

机构、制造商和经销商汇聚SIA，进行一年一度的交流、洽谈与合作。  

     China SIA-2018将于3月7日-10日(4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隆重举行，作为自动化领

域的行业盛会，SIA将整合资源为国内外智能自动化厂商搭建既能做出口也能做国内贸易的平台，相信

本次展会定会是参展企业品牌推广和渠道拓展的助推器，是全球自动化及机器人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重

要捷径，是中国自动化及机器人品牌向世界展示实力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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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支持单位：    

深圳机器人协会         

中国机器人协会      

东莞机器人协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联合会    

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承办单位: 

北京中展世信国际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励莱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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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 

工程院院长周济提出 

中国制造2025战略 

2015年 
3月4日 

2015年 
3月5日 

2015年 
3月6日 

2015年 
3月23日 

2015年 
3月24日 

展会背景 

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 

“中国制造2025年规划”

很快上报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实施 

“中国制造2025规划” 

工信部部长苗圩 

“制定中国制造2025 

提出三步走计划” 

李克强：在国际合作 

中进一步提高中国制 

造业水平 

国务院落实部署 

“中国制造2025” 

明确十大重点领域 

中国制造2025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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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特点 

70000㎡ 1300家
参展商 

12万人次 
采购商 

展商来自
10个国家 

 Do  it  Best ! 

面积 



展会优势（一） 

 
展馆优势 

    SIA-2018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举办，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共15个展馆，

室内展出面积50万平米。离虹桥火车站和虹桥

机场1公里左右，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先进而

实用的展馆设施，以及专业完善的服务品质，

为展会走上专业化、规模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略合作伙伴：CME机床展 

 

   先进、实用、国际化与专业化的展馆 



展会优势 

（二） 

   呼叫中心团队电话、电邮、短信、微信等方式邀请观众参观并预

登记，并针对优质资源进行1对1沟通。此次展会将有12360名预登记

观众，并有高质量的组团观众计划，目标买家计划（TAP）团队还会

针对大客户进行1对1的买家配对服务。 

整体呼叫中心系统： 

 120多名经验丰富的员工 

 超过120个自有座席 

 100多个外包座席 

 100M独享带宽网络 

 良好的招聘能力 

 5条ISDN-PRI（30B+D）配置支持150部电话同时进行语音和数据传输 



展会优势（三） 

 
策略优势 

一、与外贸公司合作付费邀请国外买家，打造

真正的国际展会。 

  二、采取补贴政策鼓励更多专业买家到会参

观采购。江浙沪区域采购商参观每人补贴200

元，其他区域补贴300到500元,国外采购商补

贴1000-2000元，展会期间采购商与参展商签

订合同并支付定金经组委会核实后视合同金额

补贴3000-5000元，（注：采购商必须在开展

前到组委会申请或收到组委会VIP函的采购商

才能享受组委会补贴）。   

 

 

 

大力补贴、促进成交、凸显价值 



展会优势（四） 

 
观众优势 

现场邀请有来自汽车制造、轨道交通、精密机

床、航空航天、船舶制造、重型机械、农业机

械、建筑机械、纺织、塑胶、玩具、太阳能光

伏、军工、电力电工、电梯、摩托车/电动车/

自行车、印包机械、纺织机械、家用电器、食

品、电子、电机、电动工具、医疗器械、冶金

工业等行业的领导及专业采购商与展商展开交

流洽谈，可以直接与客户接触，降低销售成本。 

覆盖行业、聚焦用户、筑造商机 



展会优势（五） 

 
推广优势 

  中展世信集团拥有一整套规范完善的办展信

息化系统和办公自动化系统，能够运用全球化

思维（全球资源、行业网络、数据库）满足客

户需求，并与世界各地政府部门、商业团体及

媒体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其领先的在线展

商配对系统，对买家和供应商的需求进行识别、

锁定、吸引和配对。而贵宾特邀买家计划通过

电话邀约、会晤安排、现场引导方式，保证每

一位展商都能配对高质量买家的效果。 

强势推广、鼎力宣传、专业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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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工业4.0时代制造业智能升级论坛 

传感器及测量技术研讨会 

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研讨会 

主题：顺势而为   远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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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嘉宾 

    苗 圩 部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于海斌 所长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郭开朗  组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 

董敏  技术顾问 
罗克韦尔自动化 

Colin Nash 
澳大利亚自动化协会主席 

刘坚  总经理 
 大众汽车 

戴 柳  会长 
上海机器人协会 

Reinhold Rösemann 主席 
德国AMA传感器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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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邀嘉宾 

董亲翔    处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 

朱韦华 营销策略总监  
菲尼克斯电气 

忻煜 事业部经理 
柯马（上海）工程 

张训海  副总裁 
台达集团机电 
     

童梁 工程部部长 
上海发那科 

刘述祥 市场部副总裁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
有限公司 

立石文雄  副社长 
欧姆龙株式会社立石 

罗贝     高级经理 
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机器人部 



口碑营销  

海内外  
媒体发布  

搜索引擎  
付费优化  

电话销售 

电子邮件 
推送 

展会营销 

相关展会  
信息直投  

网络广告  
投放推广      

更多…… 

简单、专注、坚持 

细致、用心、诚挚 



答谢晚宴 

特邀企业联谊会 

传递展会信息 



展商评价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今年展会不仅汇聚了一众优质的参展商，而且观众数量及其专业程度亦较我们预期好。制造业是中国经济支柱，安川首钢一直致力于推动

中国装备制造业更上一层楼。总括而言，我们对此次展会的专业性及质量非常满意，对2018年展会亦充满期待”。 

  

得利捷（深圳）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这是我们DATALOGIC(得利捷)第一次参加SIA展，我们感觉非常满意。现场参展的同行企业比较多，展示的产品种类齐全。参观的观众数量

较多，观众的专业性也很强，感谢主办单位的展前宣传和专业观众邀请方面做的工作。DATALOGIC在此次展会展示的视觉和条码阅读新产品，

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和宣传。我们坚信IA BEIJING 2018会更加盛大和成功”！ 

  

威琅电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SIA展的多个板块充分体现了此次盛会的专业水平。威琅此次参展得到了专业观众的一致好评与认可。这充分体现了开放式展台的优势和呈

现应用方案的重要性。相继有专业代表团、清华学生团纷纷来我司展位参观。此次展会威琅即使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依然收获了大量客户

信息，与产品需求，更极大宣传了威琅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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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范围 

工业自动化及工业机器人展区 工业机器人本机、机器人开发平台及软件、机器人零部件、机械手、工业4.0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工
业电气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工业用计算机装备、工业自动化软件、接口技术、人机界面、连接器、低电
压开关装置、人机界面装置、微系统技术、激光技术、机械零部件、工业测量及仪器仪表、工业通讯、工
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工厂集成化管理软件、工业IT软件、工业基本系统及开发工具、工厂生产软件、
工业用互联网、非标自动化设备、凸轮分割器、FA工厂自动化零件、传动、机械驱动系统及零部件、机电
零部件及辅助设备等； 

机器视觉技术展区 机器视觉核心部件、智能相机：黑白智能相机、线扫描智能相机、彩色智能相机、CMOS智能相机、ID读码
器、图像处理软件、机器视觉工具软件、工业镜头、FA镜头、高分辨率镜头、图像扫描镜头、光源、LED
光源、紫外照明系统、红外光源、图像处理系统：光学文字、识别系统、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机器视觉
集成：字符处理和识别系统、智能视觉、表面检测等；  

电子生产设备展区 SMT技术和设备、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焊接设备及材料、测试与测量、电子制造自动化设备、电子制造服
务等 

嵌入式展区 工业计算机、工业电脑、嵌入式主板、数据采集板、操作系统、中间件及应用软件、嵌入式开发工具嵌入
式技术、工业存储、工业电源、嵌入式电源、机箱、键盘等 

AGV小车展区 AGV自动化物流设备及系统、AGV自动搬运车,AGV无人搬运车,全向移动AGV小车,智能AGV小车、磁导航AGV
小车、无轨导航AGV小车、磁导航叉车AGV、AGV无人搬运，各类AGV小车、自动导航车、AGV小车附件等 

连接器及线缆、线束加工设备
展区 

连接器&接插件、线束及配线器材、线束加工设备、裁线扭线机、线缆、电线电缆、光纤光缆、电脑剥皮
机、自动化线束加工装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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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人性化的服务  

      目前大多会展公司“重招商、轻服务”的现象。

SIA主办及承办机构不会急功近利，会把会展服

务工作放到与招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把参展

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参展商的利益得到保证，

下次会展企业仍会主动参加，会展的连续性、

定期性才有保障。 

经营理念的优化进步       会展服务需要重视个性化、人性化，体现重实

效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会展业属于第三产

业的服务业，它不同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其关键是人才、客户和服务等。  

 

  

       做好会展服务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

就是细节服务。另外就是后续服务工作，

比如建立参展商、观展商的资料库，保持

会后的联络，了解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一

些服务上的小细节，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实际上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展会的成

败。 

注重细节服务 

      企业参展的目的一是展示企业的良好形象

和宣传品牌，二是追求经 济利益的回报。

两种效果都需要有人参观、洽谈、订货。

因此，客户邀请是我们服务的核心问题，

是衡量SIA展会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

成功地做好客户的邀请工 作，对于SIA展的

延续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做好客户邀请  

发展理念 



上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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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谢谢观看 

咨询热线：张庆丰177 1090 2286 


